
听听，四季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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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
春的声音，

柳树摆动着身体，随风起舞，
“沙沙”，

他告诉人们春天已经来临。

听听，
夏的声音，

青蛙欢快地唱歌，
“呱呱”，

是和家人一起欢庆的喜悦。

听听，
秋的声音，

枫树挥挥手臂，
“刷刷”，

是和枫树道别的话音。

听听，
冬的声音，

雪花满天飞舞着，
“沙沙”，

是给大地盖上一层厚厚的棉絮。

听听，
四季的声音，

从春天匆匆地来，
向冬天匆匆地去。

听听，
我们听到了四季的声音。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迅速发
展，但随之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其中以
河流污染最为突出。 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
识的加强， 政府已经开始对城镇与部分经济
较发达农村进行了污染治理， 并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 但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污染
情况却重视不够，而现如今，经济欠发达地区
农村河流污染已十分严重。 本文在分析了经
济欠发达地区农村河流污染的现状与危害，
并研究了河流污染地区的原因后， 有针对性
地提出治理污染的措施。

关键词：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 河流污
染；治理措施；污染原因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基本上没有乡镇企
业，工业污染微乎其微，大多数人认为这类地
区不会产生严重的河流污染， 然而事实却并
非如此，经济欠发达地区虽不存在工业污染，
但由于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其他问题，
此类地区河流环境已不容乐观。

一、河流污染的现状和危害
（一）污染现状
近十几年来，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河道

水体中氨氮硫、总磷、化学耗氧量、大肠杆菌、
阳离子表面活性剂等指标都已出现不同程度
的超标，河流表面漂浮大量白色垃圾，致使水
中鱼虾大量死亡，水体富营养化严重，生态环
境不断恶化， 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和
生产。

（二）河流污染的危害
1.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健康
科学研究证明， 饮用污水患癌症的几率

要比清洁水高出 61.5%，水污染可引发心脑血
管硬化、结石，以及多种寄生虫病与传染病，
对人们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

2.严重影响河流生态环境
水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植物， 生物与

生物、 生物与环境之间进行着复杂的物质能
量交换，互相保持着动态平衡。 但当河流受到
污染后， 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原有的生态环
境，生物的多样性会受到极大威胁，最终使整

个河流生态环境遭受破坏。
3.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
水资源对于社会发展极其重要，近年来，

随着农业用水量的不断增加， 我国农村大都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水现象， 如果任由河流
污染继续发展，将会使缺水问题更加严重，对
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 严重影响农村经
济的发展。

二、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河流污染的成因
（一）农村群众河流保护意识薄弱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里，大多数农民文

化程度较低， 对水资源污染的严重性认识不
足，环境保护意识较弱，甚至有许多农民对政
府保护环境的号召采取无视态度，这给农村河
流污染的防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二）粗放的农业生产模式
近几十年来， 我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

了重大变化，化肥与农药使用量大量增加，但
利用率却十分低。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统
计， 我国化肥的年使用量已经超过了世界平
均量的一倍多， 而利用率却只有 30%～40%，
农药的年使用量亦已达 120 万吨以上。 但其
中 80%～90%的化肥和农药都散落在了土壤
中， 而绝大部分残留在土壤中的化肥和农药
又会随着水流流入河水中，引起河流污染。 此
外，随着农村畜禽散养户的不断增多，带来了
大量畜禽粪便的排放和污染问题。 而由于经
济条件差，资金不足等原因，经济欠发达地区
农村与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相比， 这一问题则
更加严重。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绝大多数
养殖场没有污水处理设施， 大量粪便与食物
残渣直接排入河流， 有时甚至将病死的牲畜
也直接投入河中，严重污染了河流环境。

（三）公共环境卫生设施建设不到位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居

民生活条件发生了质的变化， 大批工商业产
品涌入农村消费市场，进入了千家万户。 但在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 公共环境卫
生设施建设却没有跟上， 这在经济欠发达地
区农村表现得十分突出。 由于经济欠发达地

区农村大多位于地形崎岖、 经济发展水平低
的山区，居民居住较分散，因此无法有效地进
行公共卫生设施建设。 当地居民只能将生活
垃圾与污水直接丢弃和排放到附近的小溪，
任各种污染物随水流流入河道， 最终造成河
流污染。

（四）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
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

法》《水污染防治法》《城乡规划法》 等在立法
指导思想上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偏向，
大部分法律法规主要是针对城镇地区的河流
污染防治，对广大农村重视程度不够，这使得
在具体操作时缺乏可操作性， 农村河流污染
治理困难重重。

（五）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不足
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最基本的环保部门

是县一级环保部门， 乡镇一级尚无相关职能
机构， 而县级环保机构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
制，难以对所属乡村河流污染进行有效治理，
因此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河流无法得到有效
的保护，导致污染问题愈加严重。

三、河流污染的整治措施
（一）大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
针对农村群众环保意识薄弱的特点，基

层政府应充分利用各种农村群众易于接受的
方式， 大力宣传保护农村河流生态环境的方
针、政策和法规，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使广
大农民自觉参与环境保护。

（二）发展生态农业
据科学研究证明， 合理的农业运作方式

可以减少农田径流带走的 N、P 达 60%以上，
而生态农业致力于加快研制出高产、 高抗的
农作物和合理的化肥农药施用方式。 对于经
济欠发达地区农村而言， 河流污染的主要污
染源是农业生产， 因此发展生态农业能从根
本上解决农业对河流造成污染的问题， 可对
减少河流污染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 开发符合自身的卫生设施体系
由于经济基础差，人口居住分散等原因，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无法进行城乡一体化建

设，因此应开发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不同
于城镇的道路。 可大力推广低成本、高功效的
污染物处理技术， 而不是简单地嫁接城市的
处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完善农村公共
环境卫生设施， 解决农村生活废物对河流的
污染。

（四）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及环境行政管理
体制

针对现如今农村水环境立法不完善的情
况， 应加快建立以农村河流保护为中心的水
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在法律层面上提高基层
官员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真正实现
以法护河。 此外，鉴于目前环境行政管理体制
上存在的问题， 应重视环境保护在基层政府
的政绩考核中的作用，深入推行事故问责制，
并加快乡镇一级的环保单位建设， 提高政府
对河流保护的效率， 以达到有效治理河流污
染的目的。

四、结语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河流污染的治理是

关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特别是在经济
欠发达地区农村水环境污染被长期忽视的今
天， 河流污染的防治更是刻不容缓。 除此之
外，河流污染治理工作不仅仅是政府的事，同
样也需要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 只有做到社
会各界同心协力， 才能真正治理好经济欠发
达地区农村的河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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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新说

随着社会的发展， 科学在现代生
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
与社会》 的教学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
已有的认知发展水平和知识经验基础
上， 从学生熟悉的生活情景和感兴趣
的事物出发，创设生活化的学习情景，
让学生在观察、操作、交流等活动中逐
步体会科学知识的产生、 发展和形成
过程。 心理学对儿童研究表明，学习内
容与学生的生活背景越接近， 学生自
觉接纳的程度就越高， 越有兴趣。 为
此， 教师在教学中应将学生的生活实
际、 学习兴趣、 教材内容紧密结合起
来，灵活运用教材，精心设计课堂教学
活动，通过开展活动让学生感知、体验
科学知识， 激发学生学习《科学与社
会》的兴趣。

思源于疑，问题是教学的心脏，是
学生探索的起点， 也是激发和维持学
生探索的动力。 但如果教师在课堂上
不断地提问，一味采用“满堂问”“满堂
灌”的方式，牵着学生的鼻子走，学生
就会被动地应付。 课堂看似热闹，实际
上却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和创新精神。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为学生提
供了很多的探索空间， 教师应紧密结
合学生的生活实际， 结合大自然的现
象，创设生活化、社会化的学习情景，

促使学生反思生活经验， 自主发现问
题，用科学的观点看待实际问题；培养
学生的科学意识， 懂得大自然产生科
学，社会需要科学的道理；激励学生对
身边一切事物产生探究兴趣。 在教学
中运用符合小学生年龄特点的方式学
习科学， 提倡科学课程贴近小学生的
生活，如在教学小学三年级《校园的树
木》一课时，首先我问学生们：我们的
校园可爱吗？同学们自然会说可爱。接
着我便问我们的校园有哪些可爱的地
方？当同学们提到有树有花时，我就举
着大拇指说：“同学们真棒！ 校园的树
木的确很可爱 ， 所以我们热爱校
园。 ”然后我带领学生们走出教室，
来到校园中， 面对校园里的各类树
木， 我结合课文讲述树木的名称和
性质来启迪学生。 如此通过创设良
好的生活教学情境， 采用以探究为
核心，注重学生亲身经历的一个科学
探究过程，可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又
如在教学三年级《科学与社会》的动物
类课题《寻访小动物》时，文中写道：
你家喂养哪些动物？ 它们有哪些相同
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 当同学们纷纷
数出家里养的家禽家畜时， 我及时开
导他们说：“你们见过蜗牛、 蚯蚓、蚂
蚁、金鱼等小生命吗？这些东西也都是

动物，想想它们的形状、特点性质有什
么不同？ ” 就这样结合课文， 导出课
题。

在教学中，我要求学生们平时要注
意观察，带着问题探究，这样既拓展了
学生的视野，又提高了学生的观察思维
能力， 从而唤起学生对科学的学习兴
趣，让其感觉课程不在枯燥单调，使求
知成为一种内在的动力。

《科学与社会》的教学只有贴近小学
生的生活， 才能更有效地提高儿童的科
学素养，达到学科学做科学的教学目的，
使学生在优美的自然中和丰富的日常生
活中了解科学与社会的发展关系。 教师
从生活情景中引入新课的教学， 学生通
过生活化情景的引导， 就会感到科学并
不那么深不可测，从而亲近科学课，对实
验设计也就非常感兴趣了。 因此，教师
在课堂教学中应从学生熟悉的生活情
景和感兴趣的事物中创设生活化的学
习情景， 让学生体会科学的形成和发
展，调动学生已有生活经验，激发其思
维， 使其从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感
受到科学就在身边，体验科学的趣味和
内在价值，增强学生学好科学，用好科
学的自信心，构建生活化的科学课堂，让
学生在活动和现实生活中发现科学，掌
握科学。

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横溪中学 潘力平

怎样提高小学《科学与社会》的有效教学

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河流污染的探讨
邵阳市新邵县第一中学 494班 杨陵权


